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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钎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风压

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及使用该钢体

的钻头。所述方法包括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

材的加热成型模锻，以及模锻后钢材的淬火、渗

碳和回火处理，还包括对回火处理后的钢材进行

再次淬火后进行深冷处理，然后再次回火即得所

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将金刚石齿与所

述钢体端面进行配合即得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

头。本发明制得的钢体经过了多次加热以及冷却

后的加工处理，使得钢体的塑、韧性能大大提高，

抗疲劳强度得到提高，不易断裂，抗冲击性能高；

通过深冷处理改善了钢体的表面金相组织和表

面硬度，提高了花键位置及齿头外边缘的耐磨

性，从而延长了金刚石潜孔钻头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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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材的加

热成型模锻，以及模锻后钢材的淬火、渗碳和回火处理，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对回火处理

后的钢材进行再次淬火后进行深冷处理，然后再次回火即得所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

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包括于对所述钢材于淬火后、渗碳前的尺寸加工，以及对所述钢材于回火后、再次淬火前

的结构加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再次

淬火的处理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800℃～840℃条件下加热2h～4h，然后在40℃～80℃

的冷却油中冷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冷

处理的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80℃～-30℃的条件下冷却2h～3h。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再次

回火为低温回火，处理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180℃～230℃条件下加热4h～5h，然后空冷

至室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

钢材的加热成型模锻处理如下：将所述钢材加热至850℃～1050℃，然后对其锻造至基本成

型，再放入锻造模具中进行成型模锻。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模锻

后的钢材进行淬火处理如下：

将其于880℃～920℃的条件下2h～4h，然后于40℃～80℃冷却油中冷却，并再次于650

℃～700℃的条件下加热4h～5h，最后空冷至室温。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材

进行渗碳处理如下：将其加热至900℃～930℃时进行300min～500min的渗碳处理，使其硬

化层深度为1.0mm～1.4mm，表面碳浓度为0.75%～1.1%，然后在40℃～80℃冷却油中冷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渗碳

处理后的钢材进行回火处理如下：将其于650℃～700℃的条件下加热4h～5h，然后空冷至

室温。

10.包括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方法制得的钢体的金刚石潜孔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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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及使用该钢体的

钻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钎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及使

用该钢体的钻头。

背景技术

[0002] 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从结构而言，包括钢体以及配合再钢体端面上的金刚石

齿，现有技术中的钢体采用渗碳淬火及低温回火的热处理后的钢材制成，相对钢材原料本

身而言，相应处理已经提升了其结构性能，但是随着现有技术中金刚石齿寿命的提升和工

程实施速度加快，以及效率和成本控制的要求提高，现有市场对钢体的性能需求也越来越

高，现有技术中的钢体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例如现有技术中的钢体，在金刚石齿的寿

命尚未终结前便发生严重磨损，导致金刚石齿的断裂和脱落。因此，如何设计一种高抗冲、

高耐磨、高寿命的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成为迫切解决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及使用该钢体

的钻头，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的钢体制造方法，能够有效提高钢体的寿命，使其具有高抗冲

击以及耐磨性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材的加热

成型模锻，以及模锻后钢材的淬火、渗碳和回火处理，步骤如下：对回火处理后的钢材进行

再次淬火后进行深冷处理，然后再次回火即得所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

[0005] 优选的，所述方法还包括于对所述钢材于淬火后、渗碳前的尺寸加工，以及对所述

钢材于回火后、再次淬火前的结构加工。具体的，尺寸加工采用数控车床等数控加工设备加

工；所述结构加工为钢体进行钢体结构的最后成型加工，包括修端面、车齿面、排渣槽和去

毛刺等加工项目。

[0006] 优选的，所述再次淬火的处理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800℃～840℃条件下加热

2h～4h，然后在40℃～80℃的冷却油中冷却。

[0007] 优选的，所述深冷处理的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80℃～-30℃的条件下冷却2h

～3h。

[0008] 优选的，所述再次回火为低温回火，处理方式如下：将所述钢材于180℃～230℃条

件下加热4h～5h，然后空冷至室温。

[0009] 优选的，所述原料钢材的加热成型模锻处理如下：将所述钢材加热至850℃～1050

℃，然后对其锻造至基本成型，再放入锻造模具中进行成型模锻。

[0010] 优选的，所述模锻后的钢材进行淬火处理如下：将其于880℃～920℃的条件下2h

～4h，然后于40℃～80℃冷却油中冷却，并再次于650℃～700℃的条件下加热4h～5h，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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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冷至室温。

[0011] 优选的，，所述钢材进行渗碳处理如下：将其加热至900℃～930℃时进行300min～

500min的渗碳处理，使其硬化层深度为1.0mm～1.4mm，表面碳浓度为0.75%～1.1%，然后在

40℃～80℃冷却油中冷却。

[0012] 优选的，所述渗碳处理后的钢材进行回火处理如下：将其于650℃～700℃的条件

下加热4h～5h，然后空冷至室温。

[0013] 包括上述方法制得的钢体的金刚石潜孔钻头，更为具体的，将金刚石齿与所述钢

体端面进行配合即得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1）本发明所述的潜孔钻头钢体经过了多次加热以及冷却后的加工处理，使得钢体的

塑、韧性能大大提高，抗疲劳强度得到提高，不易断裂，抗冲击性能高；

2）本发明通过深冷处理改善了所述潜孔钻头钢体的表面金相组织和表面硬度，提高了

花键位置及齿头外边缘的耐磨性，从而延长了金刚石潜孔钻头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实施例2所述钢材于再次淬火后、深冷处理前的表面金相组织电镜图；

图2为实施例2所述钢材于再次淬火后、深冷处理前的心部组织电镜图；

图3为实施例2所述钢材于深冷处理后的表面金相组织电镜图；

图4为为实施例2所述钢材深冷处理后的心部组织电镜图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7] 实施例1

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材的加热成型模锻：将所述原料钢材于加热炉内加热至

850℃，然后对其锻造至基本成型，再放入锻造模具中进行成型模锻；

2）首次淬火：将模锻后的钢材于880℃的条件下4h，然后于40℃冷却油中冷却，并再次

于650℃的条件下加热5h，最后空冷至室温；

3）尺寸加工：将首次淬火的钢材按照钢体尺寸进行数控加工；

4）渗碳处理：将尺寸加工后钢材于渗碳加热炉内加热至900℃并进行500min的渗碳处

理，使其硬化层深度为1.0mm～1.4mm，表面碳浓度为0.75%～1.1%，然后在40℃冷却油中冷

却；

5）高温回火：将渗碳处理后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650℃的条件下加热5h，然后空冷至

室温；

6）机械加工：对高温回火后的钢材进行机械加工，包括修端面、车齿面、排渣槽和去毛

刺作业；

7）再次淬火：将机械加工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中，于800℃条件下加热4h，然后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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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却油中冷却；

8）深冷处理：将再次淬火后的钢材放入深冷箱内，与-80℃的条件下冷却2h；

9）低温回火即再次回火：将深冷处理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180℃条件下加热5h，

然后空冷至室温，即得所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的钢体。

[0018] 将所述钢体与金刚石齿装配，即得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

[0019] 实施例2

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材的加热成型模锻：将所述原料钢材于加热炉内加热至

1050℃，然后对其锻造至基本成型，再放入锻造模具中进行成型模锻；

2）首次淬火：将模锻后的钢材于920℃的条件下2h，然后于80℃冷却油中冷却，并再次

于700℃的条件下加热4h，最后空冷至室温；

3）尺寸加工：将首次淬火的钢材按照钢体尺寸进行数控加工；

4）渗碳处理：将尺寸加工后钢材于渗碳加热炉内加热至930℃并进行300min的渗碳处

理，使其硬化层深度为1.0mm～1.4mm，表面碳浓度为0.75%～1.1%，然后在80℃冷却油中冷

却；

5）高温回火：将渗碳处理后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700℃的条件下加热4h，然后空冷至

室温；

6）机械加工：对高温回火后的钢材进行机械加工，包括修端面、车齿面、排渣槽和去毛

刺作业；

7）再次淬火：将机械加工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中，于840℃条件下加热2h，然后在80℃

的冷却油中冷却；

8）深冷处理：将再次淬火后的钢材放入深冷箱内，与-30℃的条件下冷却3h；

9）低温回火即再次回火：将深冷处理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180℃条件下加热4h，

然后空冷至室温，即得所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的钢体。

[0020] 将所述钢体与金刚石齿装配，即得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

[0021] 实施例3

一种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钢体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对制成所述钢体的原料钢材的加热成型模锻：将所述原料钢材于加热炉内加热至

900℃，然后对其锻造至基本成型，再放入锻造模具中进行成型模锻；

2）首次淬火：将模锻后的钢材于900℃的条件下3h，然后于50℃冷却油中冷却，并再次

于680℃的条件下加热4h，最后空冷至室温；

3）尺寸加工：将首次淬火的钢材按照钢体尺寸进行数控加工；

4）渗碳处理：将尺寸加工后钢材于渗碳加热炉内加热至920℃并进行400min的渗碳处

理，5）高温回火：将渗碳处理后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670℃的条件下加热4h，然后空冷至室

温；

6）机械加工：对高温回火后的钢材进行机械加工，包括修端面、车齿面、排渣槽和去毛

刺作业；

7）再次淬火：将机械加工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中，于830℃条件下加热3h，然后在60℃

的冷却油中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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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深冷处理：将再次淬火后的钢材放入深冷箱内，与-40℃的条件下冷却2.5h；

9）低温回火即再次回火：将深冷处理后的钢材放入加热炉内，于200℃条件下加热4h，

然后空冷至室温，即得所述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的钢体。

[0022] 将所述钢体与金刚石齿装配，即得高风压金刚石潜孔钻头。

[0023] 按实施例1-3所述方法，对其实施/未实施深冷处理步骤制得的两种高风压金刚石

潜孔钻头进行常规试验，得出下列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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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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